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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云南南部和西南部是中国竹类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与其邻近地区一起构成了世界木 

本竹类的多样性中心。德宏正处于这个中心位置，竹子种类丰富，有 16属56种及变种，其 

中中国特有种21种 (云南特有15种)，占其竹亚科全部区系成分 (45种)的46．67％。热带 

亚洲分布类型占绝对优势，本地区的竹亚科区系与热带亚洲特别是缅甸 (有 18种共有种) 

及云南南部和东南部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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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类植物属禾本科 Gramineae(Poaceae)竹亚科Bambusoideae植物，是一类生长快，产 

量高，用途广，可持续利用的自然资源。狭义的竹亚科 (不包括草本竹类)有68属1 000 

种左右，生长在热带和亚热带，亚洲、美洲、非洲和大洋州都有分布，但亚洲的多样性远 

高于其它地区，有44属6OO种 (Li，1999)。我国有32(～37)属450～500种 (吴征镒 

等，2003)，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各省区，少数种类可延伸至秦岭、汉水及黄河 

流域 (耿伯介和王正平，1996)。云南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复杂多变的环境条件，竹类 

资源非常丰富，是世界木本竹类植物种类最多，生态类型最全，天然竹林最丰富的地区之 
一

， 有26～28属，188～220种 (孙必兴，2003，辉朝茂等，1999)。 

西南林学院和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等对云南的竹类资源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并 

在此基础上对云南竹亚科植物地理分布区划作了研究 (杨宇明等，1999)，将云南竹类植 

物划分为7个分布区，即滇南热性大型丛生竹区、滇西南热性暖性大中型丛生竹区、滇东 

南热性暖性大中型混合竹区、滇中暖性中型混合竹区、滇西暖温性中小型混合竹区、滇西 

北寒温性小型混生竹区、滇东北温凉性中小型散生竹区。在滇南热性大型丛生竹区，王慷 

林和薛纪如 (1993，1994)、刀建红等 (2001)对西双版纳的竹类资源及其区系作了研究； 

在滇西暖温性中小型混合竹区，杜小红等 (1999)对高黎贡山国家自然保护区、辉朝茂等 

(1994)对怒江的竹类资源及其区系进行了研究；李增耀和杨宇明 (2004)对滇东南的红 

河洲竹类资源进行了研究；董全忠和薛嘉榕 (1997)对滇西北、董文渊 (1999)对滇东北 

的竹类资源进行了初步研究。滇西南热性暖性大中型丛生竹区，包括德宏、保山和临沧西 

部，其竹类植物的属、种丰富程度在云南仅次于南部地区 (杨宇明等，1999)，但至今尚 

无人系统地研究该地区的竹类区系。 

尽管早在20世纪30～40年代，蔡希陶、陈谋、吴中伦、秦仁昌和刘慎谔等人先后到 

德宏采集标本 (包士英等，1998)，但由于竹类植物特殊的生物学特性，很难遇到开花的 

植株，因而他们都几乎没有采集该地区的竹类标本。20世纪5O年代以后，随着国内植物 

资源调查的大规模开展和云南竹类研究队伍的壮大，薛纪如、孙吉良、李德铢、杨宇明、 

辉朝茂、杜凡、章伟平等人先后到德宏各地采集了大量的竹类标本，主要保存于西南林学 

院标本馆和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标本馆。 

1 研究地区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地处云南省西南部、高黎贡山西南麓，属滇西南中低山宽谷盆 

地区，位于东经97o31 ～98~43 ，北纬23~50 ～25~20 之间。东和东北与保山地区的龙陵县、 

腾冲县毗邻；南、西和西北与缅甸接壤，土地总面积11 526 krn2，其中山区占85％以上。 

德宏全境基本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热区占总面积的52．57％。年平均气温13℃～ 

2o℃，年日照量2 218～2 453 h，年降雨量1 4OO～1 800 inln。受西南暖湿气流影响，降雨 

量多而集中在5～1O月，占全年降雨量的88％～90％。境内海拔悬殊，地貌多样，植物分 

布镶嵌交错、种类繁多，形成了热带或北热带季节雨林、山地雨林、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 

叶林、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山地苔藓常绿阔叶林、暖温性针叶林及寒温性针叶林等不同 

的森林植被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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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结果 

2．1 德宏竹亚科植物种类 

德宏州竹类资源丰富，种类繁多，在海拔3 000 m以下土地肥沃、湿润的山地河谷均 

有分布，有 “竹乡”之誉称。德宏有竹林面积 10 280 hm2，其中有较大面积的天然竹林， 

热性竹林、暖性竹林、寒性竹林在境内均有分布，以热性竹林为主，拥有丛生、散生、攀 

援状等生态类型。 

根据我们的调查，德宏有竹亚科植物 16属56种及变种，其中引种栽培 3属 11种及 

变种，原生的有16属45种及变种。德宏竹亚科植物有以下特点：① 从种类数量上看， 

以旧世界热带支系为主，有3个亚族9属41种及变种，种类占德宏竹亚科植物总数的 

73．21％，温带支系有2亚族7属 15种 (表 1)；② 牡竹属 (Dendroca／amus)是本地区原生 

表1 德宏竹亚科植物 

Table 1 The species of Bambusoideae in De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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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德宏原生种数／云南种数／中国种数／世界种数，数据依据孙必兴等 (zo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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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分布种类最多、数量最大的属，其次是简竹属 (Bambusa)，在本区有12种及变种 (其 

中栽培6种及变种)，二者是最能反映本区气候特征的竹属；③按竹亚科植物类群分析的 

方法 (薛纪如等，1995)，德宏的竹类植物可分为10大类 (表2)，其中，具假花序的合轴 

丛生类型的原生竹有8属30种及变种，分别占德宏原生竹亚科植物属和种总数的50％和 

66．67％，是德宏原生竹类植物的主要类型。 ． 

表2 德宏竹亚科植物类群结构分析表 

Table 2 The growth-types 0fBambusoideaeinDehtmg 

类群结构Growth-type 属名Genus 

真 丛 秆直立 香竹属 (Ch／monom／,amm) 
花 合 生 
序 轴 状 攀援状 悬竹属 (4呷 m ) ． 

类 型 疏丛状 箭竹属 (Fargesia) 

型 散生状 玉山竹属 (Yushania) 

假 合 丛 秆直立 莉竹属 (＆神m)、牡竹属 ( m )、巨竹属 (c．im,noag~)、泰竹属 ( — ) 

花 轴 生 半攀援状 空竹属 (Cephalostachyum)、思劳竹属 (Sddzostachyum) 
序 型 状 攀援状 梨藤竹属 (Mdomlamus)

、 总序竹属 (R口c 口6口m60s) 

类 散生状 泡竹属 (Ps~ yum) 

型 单轴型 大节竹属 (Indosasa)、刚竹属 (PhyUoa,~ ) 

复轴型 方竹属 (Chignonobol~ll$(g) 

共lO大类l6属 

5．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州洲际连续或间断分布 

6．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连续或间断分布 

7．热带亚洲 (热带东南亚至印度一马来，及热带南和西南太平洋诸岛)； 

7-1．爪哇 (或苏门答腊)、喜马拉雅间断或星散分布到华南、西南； 

7—2．热带印度至华南 (尤其云南南部)分布； 

7-2—1．热带印度至云南南部 

7-2—2．热带印度至云南南部至中南半岛 

7-2—3．热带印度至滇西分布 (以高黎贡山为中心) 

7—3．缅甸、泰国至华西南分布； 

7-4．越南 (或中南半岛)至华南或西南分布； 

l4．东亚分布 

14SH．中国一喜马拉雅 

l5．中国特有 

15．1．华南至西南分布 

15．2．西南 

l5．3．云南特有 

l5—3—1．云南南部 

l5—3—2．滇西南 

l5—3—3．云南西部 

总计Total 

l 

l 

2 

16 

l0 

4 

l 

45 

2．2 种类的分布与区系 

分析德宏竹亚科植物45种及变种 (不含引种栽培)，大致可分为12个类型 (表3)： 

(1)热带印度一华南分布2种；(2)热带印度一云南南部1O种；(3)热带印度一云南南部一 

中南半岛2种；(4)热带印度至滇西分布 (以高黎贡山为中心)2种；(5)缅甸、泰国至华 

2 2 2  l  6  l  5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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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分布1种；(6)越南 (或中南半岛)至华南或西南分布6种；(7)中国一喜马拉雅1种； 

(8)华南至西南分布5种；(9)西南1种；00)云南南部10种；㈣滇西南4种；㈦云南西部 

1种。根据以上分布类型和种类的分析，(1)德宏竹亚科植物热带属有 14属，占87．5％， 

温带属仅2属；温带分布的种仅Phyllostachys mannii 1种，其余45种及变种 (区系分析时 

已除去栽培种)均为热带分布的种类；(2)除Bambusa lapidea、Bambusa sinospinosa、Chi- 

，，跏D60舶娥 ningnanica、Indosas口spongiosa、Phyllostachys mannii等外，其余均分布于喜马拉 

雅一高黎贡山一云南南部一广西一广东一线及其以南地区；(3)在进行区系分析的45种竹 

种中，在云南境内的分布，有31种分布在 “田中线”(李锡文和李捷，1992)以西，占 

68．89％；(4)有18种分布到缅甸，占4o％，说明德宏的竹类区系与缅甸有很密切的联系； 

(5)有9种分布到中南半岛，说明与中南半岛的竹类区系有一定的联系；(6)仅有7种分布 

到华南，表明德宏与华南地区的竹类区系联系较弱。 

德宏竹亚科有许多云南特有和中国特有的种分布，其中云南特有种有15种。占本地 

区全部竹种 (45种)的33．33％，中国特有种21种，占本地区全部竹种的46．67％。在15 

种云南特有种中，有10种仅分布在云南南部，说明本地区的竹类区系与滇南、滇西南有 

很密切的联系。 

2．3 德宏与云南其它地区竹亚科植物的关系 

我们把德宏地区与相邻的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怒江州、西双版纳、红河等地的竹亚 

科植物种、属作了一个比较 (表4)，从表中可以看出德宏与这些地区的竹亚科植物属的 

相似性系数均很高，全都大于50％，说明德宏与这些地区的竹亚科区系都有较强的联系。 

云南南部是云南竹亚科植物种、属的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也是中国乃至世界木本竹类 

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这些地区间竹亚科植物的属、种的相似性都很大。德宏与西 

双版纳的属、种的相似性分别达90．91％和62．37％；德宏与红河的属、种的相似性分别 

为72．73％和44．86％，特别是种的相似性远高于高黎贡山和怒江地区。这说明德宏与云 

南南部地区竹亚科区系的联系比北部的高黎贡山和怒江密切。 

表4 德宏及相邻地区竹亚科植物属、种相似系数比较 

Table4 The sinli~ coefficient c0 Iri lg betw~nDehong andthe neighbouring areas 

s(相似性系数)=2a／(b+c)×100；其中a一对比两地的共有属 (种)数；b，c一出现于一地的属 (种)数，都不包 

括世界广布属 (种)(王荷生，1992)。表中数据已除去引种和栽培观赏种类；高黎贡山的数据根据杜小红等 (1999)， 

怒江的数据根据辉朝茂等 (1994)，西双版纳的数据根据王慷林等 (1993a)和刀建红等 (2001)，红河州的数据根据李 

增耀和杨宇明 (2OO4)，所涉及的属名、种名均根据 《云南植物志》、《中国植物志》作了相应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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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从现有的化石证据和基部类群的地理分布推断，竹亚科可能起源于第三纪的冈瓦纳古 

陆，最早的木本竹子是热带的，低海拔的 (Clark，1997，郭振华和李德铢，2OO2)。德宏 

位于劳拉西亚古陆和冈瓦纳古陆的结合区域，由于板块冲撞，境内地貌多样，海拔悬殊， 

因而既有古老的热带竹亚科成分分布，又为竹亚科植物的分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一些高 

山竹类该区域得以分化形成，如 Yushaniafalcatiaurita、Yushania gl~ J,osa、Yushania 

等都仅分布在滇西南地区。 

德宏所处的滇西一掸邦一马来亚板块 (简称掸马板块)是冈瓦纳古陆的边缘部分，第 

三纪早始新世时或稍晚，印度大陆板块对欧亚大陆既向北又向东碰撞和俯冲，其结果导致 

东侧的高黎贡山等地发生右旋运动，使得掸邦一马来板块北移约450 km(李恒，1994)， 

在地质运动的过程中，喜马拉雅、高黎贡山等山脉的崛起又使得喜马拉雅一高黎贡山一云 

南南部一线以南具备相似的气候，这就不难理解为何许多德宏的竹亚科植物分布都以喜马 

拉雅一高黎贡山一云南南部为界。 

杨宇明等 (1995)将云南竹类分布区划为5个自然区，即滇南热性大型丛生竹类区、 

滇东南大中型混合竹类区、滇中暖性中型混合竹类区、滇东北暖性中小型散生竹类区和滇 

西北寒温性小型混生竹类区。其中的滇南热性大型丛生竹类区又分为德宏、保山龙竹、空 

竹林区和西双版纳、思茅、临沧龙竹、黄竹、香糯竹林区两个亚区。后来，杨宇明等 

(1999)又将云南竹类分布区划为7个自然区，将1995年划分的滇南热性大型丛生竹类区 

的德宏、保山龙竹、空竹林区和西双版纳、思茅、临沧龙竹、黄竹、香糯竹林区两个亚 

区，分别提升为滇南热性大型丛生竹区和滇西南热性暖性大中型丛生竹区两个区。西双版 

纳是滇南的竹类区系最具代表性的地区，德宏也是滇西南的竹类区系最具代表性的地区， 

通过本文的研究，两地的种、属成分有着很高的相似性系数，结合两地的自然条件，我们 

认为在作区划时作为同一个自然区的两个亚区较为妥当。当然将这两个竹区乃至云南各大 

竹区的全部竹类区系成分作比较分析后得出的自然区划结论将更为可靠。 

致谢 在调查研究中，得到了德宏州林业局的杨新凯，潞西市林业局的晏祥文、袁玉美，盈江县林业局 

的周涛、杨虎章，以及铜壁关自然保护区的杨勇辉、何丁、进同当、何显升等的大力帮助，在此表示衷 

心的谢意。特别感谢调查区当地各少数民族，与我们分享他 (她)们的知识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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